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一带一路”与包容性全球化-通

知

（第二轮）

一、会议背景
2017 年 5 月 14-15 日，我国成功地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来自 110 多个
国家和 70 个国际组织的 1500 位嘉宾出席了论坛，包括 29 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近百位
外国政府部长级以上高官，以及联合国秘书长、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等
60 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让此次高峰论坛成为建国以来我国举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
主场外交活动。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让“一带一路”这个中国倡议成为全球共识，实现了从
理念到全面行动、从愿景到现实的重大转变，进入到全面务实合作的新阶段。
在本次高峰论坛上，很多国家首脑在演讲中都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强大的包容性，
将让更多的地区分享全球化的好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高峰论坛前夕接受中央电视台
采访时曾指出，“一带一路”非常重要，能够把世界团结在一起，促进全球化朝着更公平的方
向发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提出“共同致力于建设开放型
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加强互联互通倡议对接的努力，
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注入了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实现开放、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
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与发展”。可以说，推动包容性全球化是在本次高峰论坛上各国首脑
达成的重要共识。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正在成为国际热点研究议题，为城市和区域发展带来新的理念
和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8 月 17 日举行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曾指出，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工作超前于学术研究和理论总结，要“加强研究”。为应对巨大的研究
需求，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RSA China Division）和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
员会计划于 2017 年 7 月 28-30 日在乌鲁木齐举办“一带一路”研讨会。本次会议以“包容性全
球化”为主题，邀请关注和研究“一带一路”的学者参加，共同交流和探讨“一带一路”的新成
果和新思路，促进“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城市与区域发展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

二、会议议题
1. 主题
“一带一路”与包容性全球化
2. 议题
（1）全球化发展趋势与包容性全球化
（2）“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区域及城市研究发展方向
（3）“一带一路”建设与对外投资理论
（4）“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与互联互通
（5）“一带一路”跨国旅游与人文合作
（6）“一带一路”资源开发与生态建设
（7）其他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议题

三、时间、地点和规模
1. 时间安排
日期
7 月 28 日

7 月 29 日

7 月 30 日

时间

议程

10：00-22：00

报道（地点：维也纳酒店一楼大厅）

19：30-21：00

欢迎晚餐

10：00-10：30

大会开幕式（地点：维也纳酒店四楼）

10：30-11：10

团体合影、茶歇

11：10-13：30

大会报告

13：30-16：00

午餐、午休

16：00-19：00

分会场报告（地点：维也纳酒店 2-4 楼）

19：00-19：30

会议自助晚餐

20：30-22：00

RSA 中国分会活动，观看丝绸之路主题剧《千回西域》

10：00-11：30

分会场报告（地点：维也纳酒店 2-4 楼）

12：00-14：00

大会报告、闭幕式（地点：维也纳酒店四楼）

14：00-16：00

午餐、午休

16：00-20：00

RSA 中国分会活动，乌鲁木齐南山国际旅游区考察

注：乌鲁木齐与北京有 2 个小时时差。

2. 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科学一街南一巷，维也纳酒店。
3. 会议规模: 50-60 人左右

四、会议组织
会议由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和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
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承办。
1. 主席
雷加强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刘卫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杨兆萍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2. 委员
王

凯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苗长虹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

樊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杰

所研究员
金凤君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方创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张平宇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雯

周尚意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曾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

刚

贺灿飞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教授

骆华松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张虹鸥

广州地理所所长、研究员

3. 特邀专家
陆大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
翟东升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西部开发司副司长
Michael Dunford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客座教授
Pierre Galland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叶

敏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

五、论文征集与注册
1. 摘要截止日期
为落实参会人数并进行会议相关安排，参会者请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前将报名回
执发送到会议邮箱 rsa-xj2017@qq.com，明确是否口头报告。论文摘要应包括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作者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和电子信箱、关键词（3-5 个）、摘要正文（300-500
字），不列参考文献。

2. 青年优秀论文提交截止日期
为鼓励和支持青年地理学者和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本次会议将评选青年（学生）
优秀论文，并向《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杂志推荐发表（要求未在其它任何杂志
投稿和发表）。拟参加青年优秀论文评选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请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
前将论文全文发至会议邮箱 rsa-xj2017@qq.com。论文包括题目、作者信息（姓名、出生
年月日、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和电子信箱等）、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

3. 会议注册及费用
RSA 会员会议注册费 800 元/人，非会员代表 1000 元/人；RSA 学生会员 500 元，学

生代表 600 元/人（凭学生证）。入会可以在会议注册现场办理。
注册费含会议资料、用餐、茶歇、场地等，不含住宿、交通，RSA 中国分会组织
的活动不再另行收费。参会者请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前，将注册费汇入以下账号，并注
明“RSA 中国年会+姓名”。
汇款单位名称：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银行账号：65001615800050000756
开户行名称：建行乌鲁木齐科学城支行
纳税识别号：12100000457610909Q

六、报到地点及交通住宿
1. 报到地点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科学院科学一街南一巷，维也纳酒店一楼大厅。
2. 会议住宿
住宿由组委会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住宿宾馆：维也纳酒店
普通标准间：312 元/间/晚；标准单人间：308 元/间/晚
酒店联系电话：0991-3811555-3666
3. 交通方式
乌鲁木齐地窝堡
国际机场

（1）乘坐公交车：机场 1，2，3 号航站楼步行 300-400 米，乘坐公交
535/153 路车，到科学院站下车（首末车时间 07:30-22:30）；
（2）乘坐出租车，到科学院科学一街科技厅培训中心下车，约 30 元。

乌鲁木齐南站

（1）乘坐公交车：从火车南站乘坐 BRT1 号线/52/157 路，到科学院
站下车（运营时间 7：20—00：30）；
（2）乘坐出租车，到科学院科学一街科技厅培训中心下车，约 30 元。

乌鲁木齐站

（1）乘坐公交车：从高铁站坐 54 路公交车到铁路医院站转 153 路到
科学院站；
（2）乘坐出租车，到科学院科学一街科技厅培训中心下车，约 20 元。

七、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杜宏茹(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13579807392, duhongru@sina.com
叶尔肯·吾扎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13401093397,yeek@igsnrr.ac.cn
任

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3911996293, renqing@igsnrr.ac.cn

李翠桃(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13669901769

八、会后地理考察信息
路线 1：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喀纳斯—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
齐，五日游，2800 元
路线 2：乌鲁木齐—霍尔果斯口岸—伊宁—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吐鲁番—乌鲁木
齐，五日游，2680 元
路线 3：乌鲁木齐—吐鲁番—天山天池，两日游，800 元

